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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天氣也能預測 成大與美合作建置太空天氣預報系
統

2018-10-16 15:44 聯合報 記者林良⿑、吳佩旻╱即時報導

太陽⾵暴會⼲擾電離層、⽽GPS定位也會受到電離層影響，為推估衛星通
訊可能受到的⼲擾與影響，世界各國都積極投⼊太空天氣即時監測。成功
⼤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與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氣研究中⼼、
國家太空中⼼合作，為即將在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太空天氣即時監測
與預報系統，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於國際上正進⾏的新世代⾶
航導引系統。

林建宏指出，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系統的重點在掌握距離地表100到
1000公⾥的太空電離層內電漿分佈與密度的變化。電離層的變化明顯受
太陽⾵暴等影響，數10分鐘就會有很⼤的變化，會對船隻、⾶機、緊急救
災⽤的⾼頻無線通訊產⽣影響，或導致GPS訊號路徑偏折，接收到的訊號
⼤量減少，甚⾄收不到訊號，造成定位誤差變⼤形成誤判，差距可能從數
⼗到百公尺不等，例如汽⾞⾏駛於中⼭⾼GPS導航卻誤判⾏駛在五楊⾼架
橋。

國研院指出，福衛七號是福衛三號的延續計畫，成⼤⽬前與美⽅利⽤福衛
三號的資料，加上研發的太空天氣預報的模式可以完整呈現太陽⾵暴對全
球電離層擾動的影響，做到預報3⼩時後，電離層密度變化的預報。

⽽福衛三號是全球迄今，最重要的太空電離層觀測資料提供者，世界上利
⽤掩星觀測技術得到的電離層資料，約有500萬筆，其中就有450萬筆來
⾃福衛三號，⽬前全世界的太空電離層資料，平均2天才能取得。台美合
作的福衛七號，負責中低緯度觀測，繞⾏地球⼀周時間約97分鐘，每30
分鐘可提供新的電離層觀測資料，提供的各式太空資料量將是現今的3⾄4
倍。

林建宏表⽰，成⼤針對福衛七號升空建⽴起新⼀代系統，待升空後即可作
業。為了讓即時監測與預報更為完善，除了有福衛七號蒐集到的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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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進⼀步設計物理模式彌補觀測資料不⾜，⼜透過資料同化技術來修
正觀測資料與物理模式可能產⽣落差，以求得最佳的即時監測結果。

林建宏表⽰，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不容易的原因包括，太陽⾵
暴、太陽無線電波爆發等因素，另⼀個在於太空觀測資料不⾜。以⼤家熟
知的氣象報告來說，近年來氣象預測準確率⾼，是因為有較為充⾜的觀測
資料供研判，⽬前的氣象資料平均⼀天4百萬筆以上，但太空觀測資料⼀
天不到5萬筆。福衛七號升空後，資料將⼤幅增加，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
的可⾏性也隨之提⾼。

成功⼤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與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氣研究中⼼、國家太空中⼼合作，為

即將在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於國

際上正進⾏的新世代⾶航導引系統。圖／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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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與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氣研究中⼼、國家太空中⼼合作，為

即將在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於國

際上正進⾏的新世代⾶航導引系統。圖／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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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右⼆）與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氣研究中⼼、國家太空中⼼

合作，為即將在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

可⽤於國際上正進⾏的新世代⾶航導引系統。記者林良⿑／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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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與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氣研究中⼼、國家太空中⼼合作，為

即將在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於國

際上正進⾏的新世代⾶航導引系統。圖／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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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與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氣研究中⼼、國家太空中⼼合作，為

即將在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於國

際上正進⾏的新世代⾶航導引系統。圖／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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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天氣也能預測 成大與美合作建置太空天氣預報系統

太陽風暴會干擾電離層、而GPS定位也會受到電離層影響，為推估衛星通訊可能受到

的干擾與影響，世界各國都積極投入太空天氣即時監測。成功大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

與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國家太空中心合作，為即將在明年

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用

於國際上正進行的新世代飛航導引系統。
 

林建宏指出，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系統的重點在掌握距離地表100到1000公里的太空

電離層內電漿分佈與密度的變化。電離層的變化明顯受太陽風暴等影響，數10分鐘就

會有很大的變化，會對船隻、飛機、緊急救災用的高頻無線通訊產生影響，或導致

GPS訊號路徑偏折，接收到的訊號大量減少，甚至收不到訊號，造成定位誤差變大形

成誤判，差距可能從數十到百公尺不等，例如汽車行駛於中山高GPS導航卻誤判行駛

在五楊高架橋。
 

國研院指出，福衛七號是福衛三號的延續計畫，成大目前與美方利用福衛三號的資

料，加上研發的太空天氣預報的模式可以完整呈現太陽風暴對全球電離層擾動的影

響，做到預報3小時後，電離層密度變化的預報。
 

而福衛三號是全球迄今，最重要的太空電離層觀測資料提供者，世界上利用掩星觀測

技術得到的電離層資料，約有500萬筆，其中就有450萬筆來自福衛三號，目前全世界

聯合新聞網 2018/10/17 08:00(6小時前)

成功大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右二）與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國家太空中心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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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空電離層資料，平均2天才能取得。台美合作的福衛七號，負責中低緯度觀測，繞

行地球一周時間約97分鐘，每30分鐘可提供新的電離層觀測資料，提供的各式太空資

料量將是現今的3至4倍。
 

林建宏表示，成大針對福衛七號升空建立起新一代系統，待升空後即可作業。為了讓

即時監測與預報更為完善，除了有福衛七號蒐集到的觀測資料外，也進一步設計物理

模式彌補觀測資料不足，又透過資料同化技術來修正觀測資料與物理模式可能產生落

差，以求得最佳的即時監測結果。
 

林建宏表示，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不容易的原因包括，太陽風暴、太陽無線

電波爆發等因素，另一個在於太空觀測資料不足。以大家熟知的氣象報告來說，近年

來氣象預測準確率高，是因為有較為充足的觀測資料供研判，目前的氣象資料平均一

天4百萬筆以上，但太空觀測資料一天不到5萬筆。福衛七號升空後，資料將大幅增

加，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的可行性也隨之提高。



2018/10/17 太陽風暴致GPS定位失準 福七將實現太空天氣預報 | 蘋果日報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realtime/20181016/1448421/ 1/2

1533 出版時間：2018/10/16 12:53    

極端天氣頻傳，中央大學今天表示，將福三的資料透過氣象資料同化系統進入數

值氣象模式，除了能提升短期降水的預報外，也能讓颱風路徑預報與生成更準

確，在福衛七號明年升空後，可望再提升預測的準確性；成功大學則是發展太空

天氣預報模式，面對太陽風暴發生時GPS產生誤差的問題，未來期盼在福七升空

後實現太空天氣預報。 

  

福三於2006年發射，迄今已收集包括6百多萬筆大氣與4百多萬筆電離層資料，已

提供88個國家、超過3800位專家學者做氣象預報、氣候變遷、太空天氣等研究使

用。 

  

豪雨發生時會持續多久，熱帶擾動是否會生成颱風都是民眾相當關心的議題。中

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楊舒芝表示，當電磁波射線通過大氣層時，會因大氣溫

濕狀況導致密度變化產生偏摺，當福三接收偏摺的電磁波時，可了解大氣的變

化。 

  

楊舒芝指出，透過將福三接收到的觀測資料與區域天氣預報模式進行資料的同

化，分析案例可發現當雨越大時，福三資料越具優勢，當降雨門檻達6小時50毫

米，偵測率可改善30%，另透過福三的資料，在2008年納莉颱風垂直總雲滴量分

析中，可看出水氣旋轉起來有助於預測颱風的生成，也可提升颱風路徑的預測。 

  

在福七明年升空後，楊舒芝說，福七的資料量是福三的3到4倍，在擁有更多資料

量的情況下，可望對於水氣的描述與劇烈天氣系統的生成和後續預報有更精準貢

獻。 

  

另外，成功大學教授林建宏說，觀察2015年3月太陽風暴發生時，將會造成低緯

度上空電漿密度增強，影響GPS導航，差距範圍可能從數10公尺到百公尺不等，

太陽風暴致GPS定位失準 福七將實現太空
天氣預報

中央大學表示，將福三的資料透過氣象資料同步系統進入數值氣象模式，除了能提升短期降水的預

報外，也能讓颱風路徑預報與生成更準確。洪德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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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汽車行駛於中山高GPS導航可能誤判行駛在五楊高架橋，未來的自駕車運行

也可能因GPS定位失準出現問題。 

  

林建宏指出，該校與美國國家大氣中心合作發展的太空天氣預報模式，目前福三

需1、2天才能取得太空電離層資料，對於太陽風暴發生只能在事後分析「原來是

這樣」，在福七升空後，可進一步於30至45分鐘提供高於福三4倍的觀測數量，

進一步實現太空天氣預報，當太陽風暴來臨時，可提早因應準備。（洪德諭／台

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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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美合建太空天氣預報降低GPS偏移誤差

更新: 2018-10-16 9:04 PM    標籤: 科技

【大紀元2018年10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張原彰台北報導）福爾摩沙衛星七號預訂明年發射

升空，成功大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與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國家太空中心合作，為近期將升空

的福衛七號建置全新一代的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可預測GPS定位偏移程度，降低誤

差，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用於國際上正進行的新世代飛航導引系統，讓機場飛機起降更

加密集、更有效率。

林建宏表示，成大在2014年開始投入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研究，並在2017年建立起系統雛

型，並針對福衛七號升空建立起新一代系統，待升空後即可作業。為了讓即時監測與預報更為完

善，除了有福衛七號蒐集到的觀測資料外，也進一步設計物理模式彌補觀測資料不足，又透過資

料同化技術來修正觀測資料與物理模式可能產生落差，以求得最佳的即時監測結果。

林建宏表示，這套系統曾多次用於分析太陽風暴，包括曾完整呈現2015年3月太陽風暴、電離層

變化，對全球的影響以及GPS定位誤差影響等。即時監測系統將置於中央氣象局太空作業辦公

室，福衛七號蒐集到的太空電離層資料都會直接進入系統，再由中央氣象局公佈於網站，提供國

內外GPS使用與應用。

國家實驗研究院表示，在太空天氣預報方面，福衛三號是全球迄今最重要的電離層觀測資料提供

者，目前世界上掩星觀測電離層的資料約有500萬筆，其中450萬筆來自福衛三號。未來福衛七

號每30分鐘即可提供新的中、低緯度電離層觀測資料，更可大幅提高太空天氣預報的可行性。

責任編輯：呂美琪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7%a7%91%e6%8a%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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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大與美國合作 為福爾摩沙衛星七號建置新一代太空天氣
監測與預報系統

孫宜秋／南市

2018/10/1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飛航、

行車、船舶導航等都要透過衛星來引

導，為了推估衛星通訊可能受到的干

擾與影響，世界各國都積極投入太空

天氣即時監測。成功大學地科系林建

宏教授與陳佳宏助理教授團隊與美國

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國家太空中心合

作，藉由福衛三號蒐集的太空電離層資料，為近期將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全新一代

的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可預測GPS定位偏移程度，降低誤差，使導航系

統更準確，未來也可用於國際上正進行的新世代飛航導引系統，讓機場飛機起降更

加密集、更有效率。
 

 林建宏指出，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系統的重點在掌握距離地表100到1000公里的太

空電離層內電漿分佈與密度的變化。電離層的變化明顯受太陽風暴等影響，數10分

鐘就會有很大的變化，會對船隻、飛機、緊急救災用的高頻無線通訊產生影響，或

導致GPS訊號路徑偏折，接收到的訊號大量減少，甚至收不到訊號，造成定位誤差

變大形成誤判，差距可能從數10到百公尺不等，例如汽車行駛於中山高GPS導航卻

誤判行駛在五楊高架橋。
 

 國家實驗研究院16日舉行記者會，邀請林建宏教授分享成大團隊與美國國家大氣

研究中心在「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的合作研究成果。太空中心主任林俊

良、副主任余政憲、福衛三號計畫總主持人方振洲、福衛七號總主持人朱崇惠等都

出席。國研院副院長吳光鐘致詞指出，福衛七號是福衛三號的延續計畫，成大目前

與美方利用福衛三號的資料，加上研發的太空天氣預報的模式可以完整呈現太陽風

暴對全球電離層擾動的影響，做到預報3小時後，電離層密度變化的預報。
 

 升空逾12年的福衛三號是全球迄今，最重要的太空電離層觀測資料提供者，世界

上利用掩星觀測技術得到的電離層資料，約有500萬筆，其中就有450萬筆來自福衛

三號，目前全世界的太空電離層資料，平均2天才能取得。台美合作的福衛七號，負

責中低緯度觀測（全球電離子分佈多在中低緯度，台灣也在其中），繞行地球一周

時間約97分鐘，每30分鐘可提供新的電離層觀測資料，提供的各式太空資料量將是

現今的3~4倍。
 

 林建宏表示，成大在2014年開始投入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研究，並在2017年

建立起系統雛型，並針對福衛七號升空建立起新一代系統，待升空後即可作業。為

了讓即時監測與預報更為完善，除了有福衛七號蒐集到的觀測資料外，也進一步設

計物理模式彌補觀測資料不足，又透過資料同化技術來修正觀測資料與物理模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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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落差，以求得最佳的即時監測結果。這套系統曾多次用於分析太陽風暴，包

括曾完整呈現2015年3月太陽風暴、電離層變化，對全球的影響以及GPS定位誤差影

響等。即時監測系統將置於中央氣象局太空作業辦公室，福衛七號蒐集到的太空電

離層資料都會直接進入系統，再由中央氣象局公佈於網站，提供國內外GPS使用與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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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自駕車發展 福七測報系統讓GPS更準確

（中央社記者朱則瑋台北16日電）預計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將配備全新一代太空天氣即

時監測與預報系統，可預測GPS定位偏移程度，讓導航系統更準確，減少汽車行駛中山

高，GPS導航卻誤判行駛在五楊高架橋等情形，有助自駕車未來發展。

科技部旗下的國家實驗研究院今天召開記者會，由中央大學、成功大學等專家學者，展示

利用福衛三號資料的研究成果，以及未來在福爾摩沙衛星七號（福衛七號）的相關應用。

其中，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林建宏、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跟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

等單位合作，藉由福三蒐集的太空電離層資料，為福七建置全新一代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

預報系統。

林建宏說，電離層明顯會受到太陽風暴等影響，短時間就會有很大變化，會導致GPS訊號

路徑偏折，接受到的訊號大量減少，導致定位誤判，差距可能從10公尺到100公尺不等，像

是汽車行駛中山高，GPS導航卻誤判行駛在五楊高架橋。

林建宏表示，福七測報系統只需10分鐘到20分鐘不等的時間，就能獲得掌握距離地表100

公里到1000公里的太空電離層內電漿分部與密度變化等相關資料，並能預測未來電離層變

化狀況，藉此了解其對GPS訊號的影響，幫助發展較不受太空天氣影響的導航定位系統，

尤其是在無人自駕車產業上有不少幫助，能提升自駕車GPS準確度，讓車輛行駛得更安

全。

林建宏說，測報系統也能用於國際上正在推動的新世代飛航導引系統，讓機場能更精準掌

握每台飛機的位置，在飛機起降作業上更有效率，減少民眾等待上下飛機的時間。

另外，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楊舒芝團隊自行開發的「區域資料同化系統」，發現福

衛三號資料可大幅提高數值氣象模式中水氣傳輸與分佈的預報準確度，進而有效改善豪大

雨強度與位置的預測，除了中央氣象局，加拿大、美國、英國、日本、澳洲、南韓、歐盟

等氣象預報單位也都已把福三資料納入其氣象預報作業系統中。

楊舒芝指出，這套系統將福三資料搭配台灣雷達資料，有效提高氣象預報準確度，以2008

年6月16日的梅雨強降雨個案來看，這套系統可提升預報準確率約30%。福七升空後，在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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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至副熱帶比起福三可提供更多資料量，可望對水氣描述、劇烈天氣系統生成與後續預報

有重要影響。

2006年4月發射的福爾摩沙衛星三號（福衛三號），至今已服役逾12年，收集全球超過

1000萬筆資料，提供88國超過3800位專家學者進行氣象預報、氣候變遷、太空天氣與其他

相關科學研究使用。

預計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為台美合作的衛星計畫，將接替福衛三號掩星觀測任務，每天

可提供在南北緯50度間約4000筆掩星資料，資料量約是福三的3倍到4倍。（編輯：林孟

汝）1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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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自駕車發展 福七測報系統讓GPS更準確
最新更新：2018/10/16 18:41

福衛七號為台美合作的衛星計畫，預計明年升空，台美合作為福七打造專屬的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
系統，可預測GPS定位偏移程度，降低誤差，有助於自駕車產業發展。圖為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林
建宏。中央社記者朱則瑋攝　107年10月16日

（中央社記者朱則瑋台北16日電）預計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將配備全新一代太空

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可預測GPS定位偏移程度，讓導航系統更準確，減少汽

車行駛中山高，GPS導航卻誤判行駛在五楊高架橋等情形，有助自駕車未來發展。

科技部旗下的國家實驗研究院今天召開記者會，由中央大學、成功大學等專家學者，

展示利用福衛三號資料的研究成果，以及未來在福爾摩沙衛星七號（福衛七號）的相

關應用。

其中，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林建宏、助理教授陳佳宏團隊，跟美國國家大氣研究

中心等單位合作，藉由福三蒐集的太空電離層資料，為福七建置全新一代太空天氣即

時監測與預報系統。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i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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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宏說，電離層明顯會受到太陽風暴等影響，短時間就會有很大變化，會導致

GPS訊號路徑偏折，接受到的訊號大量減少，導致定位誤判，差距可能從10公尺到

100公尺不等，像是汽車行駛中山高，GPS導航卻誤判行駛在五楊高架橋。

林建宏表示，福七測報系統只需10分鐘到20分鐘不等的時間，就能獲得掌握距離地

表100公里到1000公里的太空電離層內電漿分部與密度變化等相關資料，並能預測未

來電離層變化狀況，藉此了解其對GPS訊號的影響，幫助發展較不受太空天氣影響

的導航定位系統，尤其是在無人自駕車產業上有不少幫助，能提升自駕車GPS準確

度，讓車輛行駛得更安全。

林建宏說，測報系統也能用於國際上正在推動的新世代飛航導引系統，讓機場能更精

準掌握每台飛機的位置，在飛機起降作業上更有效率，減少民眾等待上下飛機的時

間。

另外，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楊舒芝團隊自行開發的「區域資料同化系統」，發

現福衛三號資料可大幅提高數值氣象模式中水氣傳輸與分佈的預報準確度，進而有效

改善豪大雨強度與位置的預測，除了中央氣象局，加拿大、美國、英國、日本、澳

洲、南韓、歐盟等氣象預報單位也都已把福三資料納入其氣象預報作業系統中。

楊舒芝指出，這套系統將福三資料搭配台灣雷達資料，有效提高氣象預報準確度，以

2008年6月16日的梅雨強降雨個案來看，這套系統可提升預報準確率約30%。福七升

空後，在熱帶至副熱帶比起福三可提供更多資料量，可望對水氣描述、劇烈天氣系統

生成與後續預報有重要影響。

2006年4月發射的福爾摩沙衛星三號（福衛三號），至今已服役逾12年，收集全球超

過1000萬筆資料，提供88國超過3800位專家學者進行氣象預報、氣候變遷、太空天

氣與其他相關科學研究使用。

預計明年升空的福衛七號，為台美合作的衛星計畫，將接替福衛三號掩星觀測任務，

每天可提供在南北緯50度間約4000筆掩星資料，資料量約是福三的3倍到4倍。（編

輯：林孟汝）1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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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監測太空天氣 成大建置「福衛七號」

國家實驗研究院16日舉行記者會，邀請林建宏教授分享成大團隊與美國國家大氣研究
中心在「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的合作研究成果。（國研院提供）

2018年10月16日 14:30  旺報 李侑珊

國家實驗研究院16日舉行記者會。太空中心主任林俊良、副
主任余政憲、福衛三號計畫總主持人方振洲、福衛七號總主
持人朱崇惠等皆受邀出席。（國研院提供）

為求能更準確進行太空天氣即時監測，成功大

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家

大氣研究中心、國家太空中心合作，藉由「福

衛三號」蒐集的太空電離層資料，為近期將升

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全新太空天氣即時監測

預報系統，可預測GPS定位偏移程度，降低誤

差，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用於國際上

正進行的新世代飛航導引系統，讓機場飛機起

降更有效率。

飛航、行車、船舶導航等都要透過衛星來引

導，為了推估衛星通訊可能受到的干擾與影

響，世界各國都積極投入太空天氣即時監測。

https://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8-10-16/656/20181016002697.jpg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4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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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宏指出，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系統的重

點，在於掌握距離地表100到1000公里的太

空電離層，內部的電漿分佈密度變化，而電離

層的變化，明顯受太陽風暴等影響，數10分

鐘就會有很大的變化，會對船隻、飛機、緊急

救災用的高頻無線通訊產生影響，或導致GPS

訊號路徑偏折，接收到的訊號大量減少，甚至

收不到訊號，造成定位誤差變大形成誤判，差

距可能從數10到百公尺不等，例如汽車行駛

於中山高速公路，GPS導航卻誤判行駛在五楊

高架橋。

林建宏表示，成大在2014年開始投入太空天

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研究，並在2017年建立起

系統雛型，針對「福衛七號」升空建立起新一

代系統，待升空後即可作業。

林建宏提到，為了讓即時監測與預報更為完

善，除了有「福衛七號」蒐集到的觀測資料

外，也進一步設計物理模式彌補觀測資料不

足，又透過資料同化技術來修正觀測資料與物

理模式可能產生落差，以求得最佳的即時監測

結果。

林建宏說，這套系統曾多次用於分析太陽風

暴，包括曾完整呈現2015年3月太陽風暴、電

離層變化，對全球的影響以及GPS定位誤差影

響等。即時監測系統將置於中央氣象局太空作

業辦公室，福衛七號蒐集到的太空電離層資料

都會直接進入系統，再由中央氣象局公佈於網

站，提供國內外GPS使用與應用。

林建宏進一步指出，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

系統不容易進行，在於太陽風暴、太陽無線電

波爆發等自然因素影響，另一個在於太空觀測

資料不足。

以民眾熟知的氣象報告來說，林建宏特別提

到，近年來氣象預測準確率高，是因為有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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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觀測資料供研判，目前的氣象資料平均

一天4百萬筆以上，但太空觀測資料一天不到

5萬筆。福衛七號升空後，資料將大幅增加，

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的可行性也隨之提高。

國研院副院長吳光鐘致詞指出，福衛七號是福

衛三號的延續計畫，成大目前與美方利用福衛

三號的資料，加上研發的太空天氣預報的模式

可以完整呈現太陽風暴對全球電離層擾動的影

響，做到預報3小時後，電離層密度變化的預

報。

(旺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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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監測太空天氣 成大建置「福衛七號」
  李侑珊   2018/10/16 14:30  

為求能更準確進行太空天氣即時監測，成功大學地科系教授林建宏、陳佳宏團隊與美國國

家大氣研究中心、國家太空中心合作，藉由「福衛三號」蒐集的太空電離層資料，為近期

將升空的「福衛七號」建置全新太空天氣即時監測預報系統，可預測GPS定位偏移程

度，降低誤差，使導航系統更準確，未來也可用於國際上正進行的新世代飛航導引系統，

讓機場飛機起降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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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行車、船舶導航等都要透過衛星來引導，為了推估衛星通訊可能受到的干擾與影

響，世界各國都積極投入太空天氣即時監測。

林建宏指出，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系統的重點，在於掌握距離地表100到1000公里的太空

電離層，內部的電漿分佈密度變化，而電離層的變化，明顯受太陽風暴等影響，數10分

鐘就會有很大的變化，會對船隻、飛機、緊急救災用的高頻無線通訊產生影響，或導致

GPS訊號路徑偏折，接收到的訊號大量減少，甚至收不到訊號，造成定位誤差變大形成

誤判，差距可能從數10到百公尺不等，例如汽車行駛於中山高速公路，GPS導航卻誤判

行駛在五楊高架橋。

林建宏表示，成大在2014年開始投入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研究，並在2017年建立起

系統雛型，針對「福衛七號」升空建立起新一代系統，待升空後即可作業。

林建宏提到，為了讓即時監測與預報更為完善，除了有「福衛七號」蒐集到的觀測資料

外，也進一步設計物理模式彌補觀測資料不足，又透過資料同化技術來修正觀測資料與物

理模式可能產生落差，以求得最佳的即時監測結果。

林建宏說，這套系統曾多次用於分析太陽風暴，包括曾完整呈現2015年3月太陽風暴、電

離層變化，對全球的影響以及GPS定位誤差影響等。即時監測系統將置於中央氣象局太

空作業辦公室，福衛七號蒐集到的太空電離層資料都會直接進入系統，再由中央氣象局公

佈於網站，提供國內外GPS使用與應用。

林建宏進一步指出，太空天氣即時監測與預報系統不容易進行，在於太陽風暴、太陽無線

電波爆發等自然因素影響，另一個在於太空觀測資料不足。

以民眾熟知的氣象報告來說，林建宏特別提到，近年來氣象預測準確率高，是因為有較為

充足的觀測資料供研判，目前的氣象資料平均一天4百萬筆以上，但太空觀測資料一天不

到5萬筆。福衛七號升空後，資料將大幅增加，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的可行性也隨之提

高。

國研院副院長吳光鐘致詞指出，福衛七號是福衛三號的延續計畫，成大目前與美方利用福

衛三號的資料，加上研發的太空天氣預報的模式可以完整呈現太陽風暴對全球電離層擾動

的影響，做到預報3小時後，電離層密度變化的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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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腸黏膜下腫瘤內視鏡切除 縮短住院時間
中央社 - 2018-10-17 12:30:39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7日電）王姓女子健檢發現胃部有顆1公分的黏膜下腫瘤，接受成大醫院內視鏡黏膜下

剝離術切除腫瘤，術後第3天出院；醫師解釋，內視鏡手術有保留器官、縮短住院時間及術後可進食優勢。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胃腸肝膽科醫師康瑞文今天指出，40歲的王女接受內視鏡切除腫瘤，手術過程順利，無

穿孔等併發症，術後進食也無不適，術後第3天就出院。

康瑞文表示，一般熟知的胃癌及大腸癌，是由腸胃道最內的黏膜層長出來的病灶，往外的黏膜肌層、黏膜下層及

肌肉層長出來的腫瘤，統稱為黏膜下腫瘤。黏膜下腫瘤上面覆蓋有正常黏膜層組織，當腫瘤體積大到將覆蓋在上

面的黏膜層頂起來時，才會在鏡檢時發現。

發現黏膜下腫瘤時，須安排內視鏡超音波確定腫瘤大小、特徵及從腸胃道的哪一分層出來的，以推測是脂肪瘤、

囊腫或異位性胰臟等良性腫瘤，或腸胃道基質瘤、神經內分泌瘤或神經鞘瘤等惡性腫瘤。報告顯示，鏡檢發現的

黏膜下腫瘤通常小於2公分，多無症狀。

康瑞文說，但當腫瘤逐漸長大，就可能產生腹痛、腸胃道出血或阻塞等症狀；黏膜下腫瘤若小於2公分，將優先

考慮用內視鏡切除，並根據腫瘤的位置、大小，選擇內視鏡黏膜切除術、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或內視鏡黏膜下隧

道腫瘤切除術。

相較於外科手術，內視鏡有保留器官、縮短住院時間及術後就可進食的優勢，成大醫院也已完成多例黏膜下腫瘤

患者接受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的治療。（編輯：陳政偉）1071017

中央社 健康 / NO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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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腸黏膜下腫瘤內視鏡切除 縮短住院時間
最新更新：2018/10/17 12:30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7日電）王姓女子健檢發現胃部有顆1公分的黏膜下腫瘤，

接受成大醫院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切除腫瘤，術後第3天出院；醫師解釋，內視鏡手

術有保留器官、縮短住院時間及術後可進食優勢。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胃腸肝膽科醫師康瑞文今天指出，40歲的王女接受內視鏡

切除腫瘤，手術過程順利，無穿孔等併發症，術後進食也無不適，術後第3天就出

院。

康瑞文表示，一般熟知的胃癌及大腸癌，是由腸胃道最內的黏膜層長出來的病灶，往

外的黏膜肌層、黏膜下層及肌肉層長出來的腫瘤，統稱為黏膜下腫瘤。黏膜下腫瘤上

面覆蓋有正常黏膜層組織，當腫瘤體積大到將覆蓋在上面的黏膜層頂起來時，才會在

鏡檢時發現。

發現黏膜下腫瘤時，須安排內視鏡超音波確定腫瘤大小、特徵及從腸胃道的哪一分層

出來的，以推測是脂肪瘤、囊腫或異位性胰臟等良性腫瘤，或腸胃道基質瘤、神經內

分泌瘤或神經鞘瘤等惡性腫瘤。報告顯示，鏡檢發現的黏膜下腫瘤通常小於2公分，

多無症狀。

康瑞文說，但當腫瘤逐漸長大，就可能產生腹痛、腸胃道出血或阻塞等症狀；黏膜下

腫瘤若小於2公分，將優先考慮用內視鏡切除，並根據腫瘤的位置、大小，選擇內視

鏡黏膜切除術、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或內視鏡黏膜下隧道腫瘤切除術。

相較於外科手術，內視鏡有保留器官、縮短住院時間及術後就可進食的優勢，成大醫

院也已完成多例黏膜下腫瘤患者接受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的治療。（編輯：陳政偉）

10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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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腸黏膜下腫瘤內視鏡切除 縮短住院時間
2018-10-17 12:40
中央社 台南17⽇電

王姓⼥⼦健檢發現胃部有顆1公分的黏膜下腫瘤，接受成⼤醫院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切
除腫瘤，術後第3天出院；醫師解釋，內視鏡⼿術有保留器官、縮短住院時間及術後可
進⾷優勢。

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胃腸肝膽科醫師康瑞⽂今天指出，40歲的王⼥接受內視鏡切
除腫瘤，⼿術過程順利，無穿孔等併發症，術後進⾷也無不適，術後第3天就出院。

康瑞⽂表⽰，⼀般熟知的胃癌及⼤腸癌，是由腸胃道最內的黏膜層⻑出來的病灶，往
外的黏膜肌層、黏膜下層及肌⾁層⻑出來的腫瘤，統稱為黏膜下腫瘤。黏膜下腫瘤上
⾯覆蓋有正常黏膜層組織，當腫瘤體積⼤到將覆蓋在上⾯的黏膜層頂起來時，才會在
鏡檢時發現。

發現黏膜下腫瘤時，須安排內視鏡超⾳波確定腫瘤⼤⼩、特徵及從腸胃道的哪⼀分層
出來的，以推測是脂肪瘤、囊腫或異位性胰臟等良性腫瘤，或腸胃道基質瘤、神經內
分泌瘤或神經鞘瘤等惡性腫瘤。報告顯⽰，鏡檢發現的黏膜下腫瘤通常⼩於2公分，多
無症狀。

康瑞⽂說，但當腫瘤逐漸⻑⼤，就可能產⽣腹痛、腸胃道出⾎或阻塞等症狀；黏膜下
腫瘤若⼩於2公分，將優先考慮⽤內視鏡切除，並根據腫瘤的位置、⼤⼩，選擇內視鏡
黏膜切除術、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或內視鏡黏膜下隧道腫瘤切除術。

相較於外科⼿術，內視鏡有保留器官、縮短住院時間及術後就可進⾷的優勢，成⼤醫
院也已完成多例黏膜下腫瘤患者接受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的治療。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5%AB%E7%98%A4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9%8B%E8%A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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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單位專業技能及人文素養，空軍1指部試裝廠修校課日前舉辦軍士官團參訪活動，由課長連中校帶隊前往
 國立成功大學流量及風洞實驗室，與學者們交流新式航太科技之發展，進一步了解國內產學界研產現況與技  

能。隨後轉往安平古堡與四草海堡，深入探訪當地歷史及生態文化，使同仁們在工作領域和人文知性方面拓展視
野。

連課長表示，透過此次參訪不僅提升大家的涵養，更可促進彼此情誼與向心，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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